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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周宗敏 陈贽 韩墨

2020年，人类刚刚踏进21世纪第
三个十年的门槛，一连串艰难挑战便
直扑而来：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
济萎缩滑坡，全球化进程遭遇逆风，霸
权主义、单边主义阴霾阵阵……“世界
怎么了，我们怎么办”，面对这一时代
之问、命运之问，多少人感到彷徨迷
茫。合作还是孤立，团结还是分裂，拉
手还是松手，人类社会面临重大抉择。

9月的纽约，疫情深锁。联合国成
立 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以前所未

有的视频方式举行，全球瞩目。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系列会

议并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回顾历史，直
面现实，以平实的话语、深邃的思想和
有力的号召，为深陷至暗时刻的世界
指明前行方向、点亮希望之光。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同吃长寿面
共祝祖国好

照亮前行方向的希望之光
——记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

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

近日，省安委会作出安排，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暗查暗访工
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
务院、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压实安
全生产责任，全面排查治理风险隐
患，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
故发生，确保国庆、中秋“双节”和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期间，全省安全生
产形势稳定。

此次暗查暗访工作将持续开展1
个多月时间，共分为国庆节前、国庆
期间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之
前三个阶段进行，由省应急管理厅、
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安厅、生态环境
厅等 10多个省安委会成员单位派员
组成18个暗查暗访工作组，分别到各
省辖市、济源示范区，深入基层一线

开展安全生产暗查暗访工作。
活动中，暗查暗访组将深入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
部署和要求，重点暗查暗访各地市对
于辖区内安全生产工作研究部署情
况、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情况；暗查暗访道路交通运输、建筑
施工、市政设施地下作业、消防、危险
化学品、煤矿、非煤矿山、旅游等重点
行业领域；暗查暗访重点领域企业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生产责任
制和存在问题整改等情况。

活动明确，组织开展全省安全生
产暗查暗访，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是近期省政府安排的重点工作和紧要
任务。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参照落

实，进行层层安排部署，在本地本行业
领域全面组织开展督促检查、暗查暗
访，切实把隐患和问题消除在萌芽状
态；要求各暗查暗访组提高思想认识，
严密组织实施，严守工作纪律，对暗查
暗访中发现的重大隐患和问题及时向
属地或部门交办并抓好督促落实，确
保活动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的到来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临近，省安委
会组织开展全省安全生产暗查暗访
工作，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不放松，
将有效防范化解全省各重点领域安
全生产隐患，为推进全省安全生产形
势稳定、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人民群
众安定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谭勇）

河南开展全省安全生产暗查暗访工作
为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河南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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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10 月 2日，濮阳濮水小镇上
演豫剧《文状元挂帅》，为游人奉献一场
视听盛宴。⑨3 胡庆明 摄

图② 9月30日，洛阳老城历史文化街
区，省非遗“孟津剪纸”传承人创作出“盛世华
诞”剪纸作品，喜庆“双节”。⑨3 黄政伟 摄

图③ 10月 1日，游客在汝阳县“伏
牛山第一届高山菊花节暨大步湾沟域经
济文化节”现场赏花。⑨3 康红军 摄

（上接第一版）
持续发展壮大楼宇经济、总部经

济，打造竖起来的“产业园”，年税收千
万元以上的楼宇达到 7栋。阿里巴巴
本地生活中心、京东电器、品客网络等
电商落户山阳，落户的金融、类金融机
构总部占全市的六成以上。

“硬实力”背后，是山阳区一以贯
之的亲商理念。“从踏上这片土地的那
天起，我就深切感受到了山阳区党委
政府对待客商的真诚热情。”焦作汉河
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立强说。

“软环境”建设永远在路上：
围绕减负、赋能、增效、便民，深入

推进“放管服”改革，在全市首家推行

“综合窗口无差别受理”模式，公布“一
次办妥”政务服务事项104项；

制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对在
主板、创业板、科创板挂牌的企业最高
奖励2100万元；

首创企业落地法人代表零见面审
批制度，网上注册电子营业执照时限压
缩到2个工作日，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

32名县级领导干部担任“首席执
行官”，分包服务 125个重点项目，送
政策、解难题，帮助企业达产达效；

……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截至

今年9月底，全区共有市场主体21594
家，同比增长10.6%。③6

（上接第一版）距离三门峡大坝风景区
3 公里。“飞行营地已获得周边高度
300 米以下的空域使用权，具备旅游
度假、开展培训，举办展会和赛事的能
力。”禹景飞行营地负责人说，前不久
这里举办了航展，坐着滑翔机，黄河两
岸景色尽收眼底。

占地 4000 多平方米的交口乡滨
河水乐园，每天都吸引着晋陕豫三地
的游客携家带口前来休闲。“今年开园
以来已经有 10万元的收入了！”滨河
水乐园负责人闫飞飞说，他不仅自家

脱了贫，还带动5名贫困人员脱了贫。
“文化为魂、旅游为体”。目前，湖

滨区以湖大铁路、省道 314为主轴，以
会兴古镇、虢国博物馆为起点，以火车
观光旅游、东坡乡村旅游综合体、贾庄
村知青文化园等文旅项目为龙头，以
黄河滩涂特色种植、天鹅栖息地观光、
田园休闲采摘、乡村小居为要素，基本
形成了特色明显、底蕴深厚、内涵丰
富、功能完善的沿黄休闲度假和黄河
文化展示带，以生态发展助推乡村振
兴，带领群众奔向小康。③5

（上接第一版）
通过公办、民办公助、政府购买服

务等手段，该县投入 5600多万元，利
用敬老院、民办养老机构、危房改造集
中安置点以及闲置的村部、校舍、厂房
等，逐步建立起县乡村三级供养点互
为补充的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体系。目
前全县共建成投用“四集中”机构 111
所，共有床位5198张。

如何让入住人员住得舒心？该县
二郎庙镇西吴沟村幸福大院护工袁平
介绍了自己的经验：像对待家人一样做
好护理，在生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

怀、情感上多关爱，及时了解他们的需
求，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使托养对
象与托养、康养大家庭逐步建立感情，
越来越多的托养人员融入了“集中托
养”生活，把幸福大院当成了自己的家。

“以前对特困群体进行兜底，是
直接将补助资金发到卡上，但这很难
根本改变他们的家庭状况。”方城县
委主要负责同志说，建立“四集中”兜
底供养模式，让“六种情形”人员得到
更好照料，也释放了家庭劳动力，确
保保障对象住得下、兜住底、有保障、
奔小康。③6

（上接第一版）目前，“九月天”自主品
牌和代加工酸辣粉销售遍布全国各个
城市，产品有 10 个系列 100 多个品
类。去年，九月天公司还与韩国流通
株式会社签订了销售合同，让太行酸
辣粉走出国门。

“现在我们的酸辣粉加工量为每天
50万箱300万桶，全年保守说也有10亿
桶！”9月30日，王孝义自豪地对记者说。

小红薯做成大产业，张村乡党委
书记张国利也是一个关键人物。张国
利带领乡党委整合全乡资源，在裴寨

村建设2000亩的薯品工业园，打造从
种红薯、制淀粉、做粉条到研发、加工、
销售酸辣粉及其衍生产品和网络电商
的红薯全产业链，形成“一节一园一龙
头企业”的产业发展格局。

去年以来，裴春亮、王孝义和张国
利等党员干部共同努力，创新销售模
式，引入互联网思维，打造电商销售综
合体，形成“乡党委政策引领、裴寨村
硬件支撑、公司网上经营、贫困户参与
其中”的四方联动新机制，累计让全乡
400多户贫困户直接受益。③8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蔡丽 刘力娜

添汤、煮面、加青菜、装碗、分
面，黄久生一气呵成。

10月1日，潢川县双柳树镇久
生敬老院内，中共潢川县驻郑州流
动党员工作委员会书记黄久生把
热气腾腾的空心贡面，端到老人们
面前，动情地说：“这既是一碗国庆
面，也是一碗长寿面，祝我们的祖
国繁荣昌盛，也祝你们健康长寿！”

每逢佳节倍思亲。9 月 30
日晚，在郑州的工地上领着工人
赶工期的黄久生脱下工装，就往
高铁站赶。“怎么也得回去陪老人
过个节！”他说。

百岁老人刘传江拉着黄久生
的手说：“你又瘦啦，累瘦啦！”

月饼、贡面、苹果、香蕉……这
些都是黄久生特意为老人们准备
的中秋礼物，他还贴心地为每位
老人买了保暖衣和外套。81岁
的高顺平穿上新衣服高兴地说：

“久生买的新衣裳，穿着就是暖！”
从 1996 年为全镇老人置办

年货开始，黄久生就成了家乡
700 多位孤寡老人共同的“儿
子”，每逢年节，他都尽量赶回去
和老人们一起过。

“久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打
电话问问老人的饮食安排，叮嘱
要营养、清淡，符合他们的口味！”
敬老院院长余其龙说，“我们潢川
空心贡面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好吃还好消化，老人们很喜欢。
今天久生下厨煮面，大家同吃国
庆面，共祝祖国好，特别有意义！”

国庆逢中秋，月是故乡明。夜
色渐浓，月亮攀上桂花树梢头，黄
久生与“爸妈”们围坐在院里圆桌
边吃月饼、赏明月，畅谈美好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两个更好’
的重要指示，我一直记在心上，我
会更加努力，让老人们
生活得更好！”黄久生
充满希望地说。③8

□本报记者 王绿扬 李宗宽

“民齐者强”，基层社会治理离不
开群众的群策群力、广泛参与。如何
提升群众对基层治理的认同感和主动
性？洛阳市伊滨区寇店镇舜帝庙村选
择以“家风建设”破题。

“马氏家训：自食其力磐石固，为
富不仁无久享；勤俭朴素永不忘，耕读
传家育栋梁……”

粉墙黛瓦，林木葱郁。9月 28日，
沐浴在蓝天白云之下的舜帝庙村一片
安详。午饭后，村民马占军带着小孙
女来到村口家风主题游园的文化墙
前，将木刻牌匾上的内容念给她听。

“别看这里现在这么美，两年前还
是另一个样儿。”村党支部书记胡继宾
讲起了游园背后的故事。

原来，村里划分宅基地时，孙金果
等 4户村民的宅基地离主路较远，天
然形成了一片空地，几户村民就在门
前的空地上建起菜园、盖起厕所。“菜
园里种什么菜的都有，菜园外面就是
荒草，厕所也没有及时清理，环境很
差。”胡继宾告诉记者，2018年 10月，
村里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经过“四议两

公开”，这片空地被规划成游园。
规划确定了，但菜园和厕所不能

一拆了之。几户村民的工作怎么做？
村“两委”犯了难。令大家没想到的
是，一块小小的“家训”牌，成了解决问
题的突破口。

“种了好些年菜，一开始当然不愿
意清理。但胡书记多次找上门，指着
我家门口‘家和万事兴’的家训牌对我
说，村子是大家共同的家，只有大家
好，小家才能好。”想通了这个道理，孙
金果带头清理了自家的菜园，并主动
说服其他 3户。仅用一周，小游园便
建成了。

在舜帝庙村，家风家训馆、家风主
题游园与家家户户门前晒出来的家风
家训相映成趣。为什么如此重视家风
建设？胡继宾道出了其中的历史原
因。明朝末年，该村居民以孙姓为主，
后来陆续迁入王、胡、马等氏族。400
多年来，村民关系融洽、友爱相处。为
了将这种好风气传承下去，2018 年，

全村村民共同决定，将自家口口相传
的家训“晒”出来，挂在各家门前。

“别看家训只有寥寥数语，但它是
祖祖辈辈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的教
诲。把家训挂在门口，每天都能看到，
可以对照自省、教育子孙。”胡继宾深
有感触地说。

倡树家风带来的是“蝴蝶效应”。
村民王建国家的三妯娌之前因家庭琐
事闹了矛盾，在“和睦相处、安居乐业”
家训的影响下，三人成了“好妯娌”的
代表；在“乐善好施”家风的滋养下，村
民孙海宾经常义务为大伙修理摩托
车，甚至倒贴钱帮大家买配件……渐
渐地，村里吵闹声少了，笑声多了。

“好家风是一种无形力量，更是解
决基层治理难题的一个‘妙招’。”胡继
宾说，舜帝庙村在弘扬家风家训的基
础上，制定了村规民约和村民“十不
准”，并结合普法宣传、村务公开、矛盾
调解等机制，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
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

不只是舜帝庙，在寇店镇的每一
个社区、村落，家风建设都是破解基层
治理难题的“关键词”：李家村原先流
行红白事大操大办，村“两委”引导村
民移风易俗，喜事丧事随礼 100元封
顶，亲朋好友上门只招待一碗杂烩菜，
许多村民重拾“勤俭节约”的家风；孙
窑村空巢、孤寡老人多，村民发扬尊老
敬老的传统，在村里建起爱心食堂，老
人们每月仅需150元就可以享用一日
三餐。好家风培育出的好民风，传递
着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千万个和谐幸福的家庭，才能构
成风清气正的社会。”寇店镇党委书记
白凯说，镇党委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了

“党员，乡村振兴走在前”活动，让党员
干部当上家风建设的“主角”，带头亮
出家风家训。“我们要求党员干部带着
家人‘打卡’镇家风家训馆，全家一起
接受家风教育。”

“爸爸告诉我，我家的家训是‘爱
国爱家’‘感恩’‘和睦’……”寇店镇刘
李小学五年级学生黄诗涵在作业本上
工工整整地写道。在寇店，家风的传
承不曾中断，并与时俱进，焕发着勃勃
生机。③6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千年古
县和千年汉服，会碰撞出怎样的火
花？10月 1日晚，在修武县荣盛·云
台古镇，热爱汉服的年轻人闪亮登
场，给观众带来一场汉服“夜宴”，让
喜庆的节日多了几分传统文化的古
色古香。

为传承古今风韵、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修武县开展了一系列美学
引领的全域旅游路径探索，打造“永
不落幕的汉服节”新 IP。

伴随着优美动听的古风曲，“气
场熟女”洛神翩然而至，惊鸿一瞥，
留下风情万种；“元气少年”孙思邈
携云台冰菊而来，宛若游龙，撒下花
香一片。“蔡文姬，能辨琴”，“才女萝
莉”蔡文姬的琴声，如轻云般浮动，
似流水般鸣响，为舞台带来一抹浪
漫和梦幻。

当然，最令人震撼的当属“美男
天团”竹林七贤的登场，仙气十足的

汉服、古典的发型，让人对 1000多
年的魏晋风流蕴藉倾慕不已。在

“云台舞”互动环节中，舞者的曼妙
身姿将汉服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
把这场汉服“夜宴”推向高潮。

本次汉服节设置的“云台二十
六关·唐风市集”分为两大主题：“云
台百景图”和“云台二十六关”。“云
台百景图”结合河南及修武的人文
历史，以 4个精选的古典人物故事，
穿插优美的汉服走秀，让观众经历

“历史+美学”的穿越。“云台二十六
关”取材于唐代长安城和全国的二
十六关，突出“通关入市”之意，集中
了设计精美的 26家商铺，让观众尽
情感受盛唐气象，共游古风市集。

当天，荣盛·云台古镇正式开
业，“古镇升明月，婵娟落云台”，近
万名游客沉浸于华美的唐风气息
之中，领略汉服与古镇的融合之
美。③8

基层治理新新 实践微调研⑤

家门前亮“家训”好家风入民心

为喜庆节日添几分古色古香

修武“永不落幕的汉服节”再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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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阳区 优环境激发新活力

湖滨区 好风景拉来“好钱景”

方城县“四集中”织密兜底网

10亿桶酸辣粉背后的故事

关于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
围绕“六稳”“六保”征集问题线索的公告

为推动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国务院拟于10月中下旬组织
开展第七次大督查，派出督查组赴河南
省进行实地督查。欢迎广大群众登录
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小程序（小
程序码如下），重点围绕稳就业保民生、
保市场主体、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扩大内需和稳外贸稳外资，以
及长江流域禁捕、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等方面，提供对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假落实、虚落实、打折扣、搞变
通，严重侵害企业和群众合法利益，有
令不行、有禁不止以及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等问题线索。对其中有代表性
的典型问题，国务院督查组将带着线索

去、跟着问题走、盯着问题改，确保三分
之二以上的督查人员、三分之二以上的
时间用于线索核查和暗访督查，以务实
作风和实际行动回应企业和群众关切。

线索征集时间：2020年 9月 11日
至10月 10日。

感谢对国务院大督查工作的关心
和支持！

国务院督查组
2020年9月 11日


